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是由国家首批“211 工程”重点建设院

校——南京理工大学与泰州市人民政府于 2004年合作创办的本科层次独立

学院。

◆ 政府投资  办学条件佳：地处泰州市主城区，占地 1003 亩，校舍

30万平方米，建有 8大校内实验中心，“政校行企”合作共建 11个国家、

省、市级重点实验室；纸型藏书 84 万余册，电子图书 171 万余种，教学设

施先进齐备，生活配套完善便利。

◆ 紧贴市场  专业设置优：对接国家、省市重大产业发展战略和长三

角主导、支柱、新兴产业链，开设涉及工、经、管、文、艺等五大学科门

类的 29 个本科专业和 60 个特色专业方向，形成了紧密对接产业链的应用

型专业体系。2019 中国独立学院一流专业排行榜显示，我校专业建设总体

水平排名位居全国第 9位（江苏第 1）。

◆ 名校办学  师资力量强：拥有一支以南理工教师、自有教师为主体，

以行业（企业）专家为补充的学术型、工程型相得益彰的师资队伍。由省

级教学名师领衔的名师团队、博士团队和大批优秀中青年教学骨干，活跃

在教学科研一线。

◆ 育人为本  办学成果丰：办真心关爱学生的大学，实施大学生主体

性、个性化教育培养，深化“政校行企”四方联动、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模

式，大学生科技创新团队在国内外各类创新创业赛事中荣获省部级以上奖

项 1500 余项；每年均有数百名毕业生高分考取海内外名校研究生，部分专

业考研录取率达 39%。

◆ 社会肯定  就业前景好：两度蝉联“江苏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

进集体”，历届毕业生平均就业率 98%；毕业生因工作能力强、综合素质

高、发展潜力大，受到用人单位的广泛认可，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总体满

意度达 90%，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达 97.31%。学校办学得到了社会各

界的充分认可和高度赞誉，先后当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理事单位、江苏省

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单位；连年荣获“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独立学院”、“中

国品牌实力独立学院”、“中国社会影响力独立学院”等荣誉称号；2018年、

2019 年均位列排行榜全国第九，2020 年位居排行榜全国第八，被誉为“工

程师的摇篮”。

为了做好我校 2020 年选拔优秀

专科生转本科学习（以下简称“专

转本”）工作，根据《省教育厅关

于做好 2020 年“专转本”工作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文件精神，

现将有关事项公布如下：

一、选拔对象及条件

1. 选拔对象：列入国家普通高

校招生计划，经江苏省招生部门按

规定程序正式录取在本省各类普通

高校的专科三年级在籍学生。

2. 报名条件：

（1）思想品德较好，遵纪守法，

身体健康；

（2）修完学校教育教学计划规

定内容，达到毕业要求，能正常毕业。

3. 考生报名资格由推荐高校根据报考条件、学籍管理的有关规定对其进行

审核。

二、招生录取

我校根据公布的招生计划和考生志愿，从达到江苏省“专转本”统一考试

录取资格线的考生中，按从高分到低分顺序择优录取。对专科所学专业、专业

基础课不符合招生要求的，我校原则上不予录取。

“专转本”学生入学报到时需查验专科毕业证书。对未取得专科毕业证书的，

我校将按照《通知》要求，不予办理入学手续。

三、培养与收费

经江苏省教育厅审批录取的“专转本”学生，按录取通知书规定的时间、

地点办理报到、交费、注册手续。

“专转本”学生入学后，统一进入录取专业三年级学习，按专业单独编班，

学制为两年，收费与同专业学生实行相同标准，即人文社科类专业学费为 14000

元 / 年•生，理工科类专业学费为 15000 元 / 年•生，艺术类专业学费为

16500 元 / 年•生，住宿费为 1400 元 / 年•生。（各专业学费标准详见招生

计划表）

四、学籍管理与就业

1.“专转本”学生入学后，不得转专业和转学。

2. 学生学业期满且成绩合格，颁发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普通全日制

本科毕业证书（按国家规定填写）；经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符合学位授

予条件者，授予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相关学科门类的学士学位。

3.“专转本”学生毕业时，按国家有关本科毕业生的就业政策执行。

2020 年“专转本”招生简章



5101农业类、5103畜牧业类、5407房地产类、5601机械设计制造类、5602机电设备类、5605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类、5606航空装备类、
5607汽车制造类、5801轻化工类、5804纺织服装类、6001铁道运输类、6002道路运输类、6003水上运输类、6004航空运输类、
6005管道运输类、6007邮政类、6101电子信息类、6102计算机类、6103通信类、6301财政税务类、6302金融类、6303财务会计类、
6304统计类、6305经济贸易类、6306工商管理类、6307市场营销类、6308电子商务类、6309物流类、6401旅游类、6403会展类、
6504文化服务类、6601新闻出版类、6702语言类、6703文秘类、6805法律实务类、6902公共管理类

5209安全类、5307建筑材料类、5401建筑设计类、5402城乡规划与管理类、5403土建施工类、5404建筑设备类、5405建设工程管理类、
5406市政工程类、5407房地产类、5502水利工程与管理类、560202机电设备安装技术、560301机电一体化技术、6002道路运输类、
6005管道运输类、600605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6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610304 通信工程设计与监理、6301财政税务
类、6302金融类、6303财务会计类、6304统计类、6305经济贸易类、630701市场营销、6308电子商务类、630905工程物流管理、
630907采购与供应管理、640104景区开发与管理、640105酒店管理、6901公共事业类、6902公共管理类、6903公共服务类

5101 农业类、5102 林业类、5103 畜牧业类、5104 渔业类、5201 资源勘查类、5202 地质类、5203 测绘地理信息类、5204 石油与
天然气类、5205煤炭类、5206金属与非金属矿类、5209安全类、5301电力技术类、5302热能与发电工程类、5303新能源发电工
程类、5304 黑色金属材料类、5305 有色金属材料类、5306 非金属材料类、5307 建筑材料类、5404 建筑设备类、5601 机械设计
制造类、5602 机电设备类、5603 自动化类、5604 铁道装备类、5605 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类、5606 航空装备类、5607 汽车制造
类、5702化工技术类、5801轻化工类、5802包装类、6001铁道运输类、6002道路运输类、6003水上运输类、6004航空运输类、
6005管道运输类、6006城市轨道交通类、6101电子信息类、6102计算机类

510104 现代农业技术、510113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510114 绿色食品生产与检验、510210 木工设备应用技术、520406 石油工
程技术、520503 矿山机电技术、520505 综合机械化采煤、5301电力技术类、5302热能与发电工程类、5303新能源发电工程类、
5304黑色金属材料类、5305有色金属材料类、5306非金属材料类、5307建筑材料类、540203城市信息化管理、5404建筑设备类、
550202 水利水电工程技术、550203 水利水电工程管理、550204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550205 机电排灌工程技术、5503水利水电设
备类、5601机械设计制造类、5602机电设备类、5603自动化类、5604铁道装备类、5605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类、5606航空装备
类、5607汽车制造类、5702化工技术类、580203包装设备应用技术、580404纺织机电技术、590205制药设备应用技术、6001铁
道运输类、6002道路运输类、6003水上运输类、6004航空运输类、6005管道运输类、6006城市轨道交通类、6007邮政类、6101
电子信息类、6102计算机类、6103通信类、620805医疗设备应用技术、630901物流工程技术、630902物流信息技术

510103设施农业与装备、510213林业信息技术与管理、520503矿山机电技术、520603矿业装备维护技术、520805环境信息技术、
5301电力技术类、5303新能源发电工程类、540403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5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550302 水电站电气设备、
550303 水电站运行与管理、550304 水利机电设备运行与管理、560104 精密机械技术、560114 电机与电器技术、560115 电线电缆
制造技术、560202机电设备安装技术、560203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560204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560206光电制造与应用技术、
5603自动化类、560401 铁道机车车辆制造与维护、560402 铁道通信信号设备制造与维护、560503 船舶电气工程技术、560508 船
舶通信与导航、5606航空装备类、6004航空运输类、6006城市轨道交通类、6101电子信息类、6102计算机类、6103通信类

520208 岩土工程技术、520502 矿井建设、530701 建筑材料工程技术、530702 建筑材料检测技术、540101 建筑设计、540103 古建
筑工程技术、540106 园林工程技术、5402城乡规划与管理类、5403土建施工类、540401 建筑设备工程技术、5405建设工程管理
类、540601 市政工程技术、540603 给排水工程技术、550201 水利工程、550202 水利水电工程技术、550203 水利水电工程管理、
550204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550206 港口航道与治河工程、600104 铁道工程技术、600110 铁路桥梁与隧道工程技术、600111 高速
铁道工程技术、600201 智能交通技术运用、600202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600204 道路养护与管理、600205 公路机械化施工技术、
600307港口与航道工程技术、600501管道工程技术、600605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5209安全类、5307建筑材料类、5401建筑设计类、5402城乡规划与管理类、5403土建施工类、5404建筑设备类、5405建设工程管理类、
5406市政工程类、5407房地产类、5502水利工程与管理类、560202机电设备安装技术、560301机电一体化技术、6002道路运输类、
6005管道运输类、600605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6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610304 通信工程设计与监理、6301财政税务
类、6302金融类、6303财务会计类、6304统计类、6305经济贸易类、630701市场营销、6308电子商务类、630905工程物流管理、
630907采购与供应管理、640104景区开发与管理、640105酒店管理、6901公共事业类、6902公共管理类、6903公共服务类

510104 现代农业技术、510106 生态农业技术、510108 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510113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510114 绿色食品生
产与检验、510203 森林资源保护、510205 野生植物资源保护与利用、510206 野生动物资源保护与利用、510209 自然保护区建设
与管理、510212 林业调查与信息处理、510304 动物防疫与检疫、510305 动物医学检验技术、520101 国土资源调查与管理、5202
地质类、520405油田化学应用技术、520508煤化分析与检验、520703应用气象技术、5208环境保护类、520901安全健康与环保、
520902 化工安全技术、520905 工程安全评价与监理、520907 职业卫生技术与管理、530205 电厂化学与环保技术、530308 农村能
源与环境技术、530602高分子材料工程技术、530603复合材料工程技术、530702建筑材料检测技术、530706建筑材料生产与管理、
540603 给排水工程技术、540604 环境卫生工程技术、550102 水文测报技术、550103 水政水资源管理、550207 水务管理、5504水
土保持与水环境类、560112 理化测试与质检技术、5701生物技术类、5702化工技术类、580405 纺织品检验与贸易、590103 食品
质量与安全、590105食品检测技术、590107食品营养与检测、5902药品制造类、590501粮油储藏与检测技术、6101电子信息类、
6102计算机类、670108化学教育、690207质量管理与认证

510102 种子生产与经营、510105 休闲农业、510112 棉花加工与经营管理、510115 农资营销与服务、510116 农产品流通与管理、
510117农业装备应用技术、510118农业经济管理、510119农村经营管理、510212林业调查与信息处理、510213林业信息技术与管理、
510306 宠物养护与驯导、520101 国土资源调查与管理、520102 地质调查与矿产普查、520103 矿产地质与勘查、520105 宝玉石鉴
定与加工、520206地质灾害调查与防治、520808环境评价与咨询服务、530108电力客户服务与管理、530706建筑材料生产与管理、
5401建筑设计类、5402城乡规划与管理类、5403土建施工类、5404建筑设备类、5405建设工程管理类、5406市政工程类、5407
房地产类、560119工业工程技术、5604铁道装备类、5605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类、5606航空装备类、5607汽车制造类、5802包装类、
5804 纺织服装类、5901 食品工业类、5902 药品制造类、5903 食品药品管理类、6001 铁道运输类、6002 道路运输类、6003 水上
运输类、6004 航空运输类、6007 邮政类、6101 电子信息类、6102 计算机类、6103 通信类、6208 健康管理与促进类、6301 财政
税务类、6302金融类、6303财务会计类、6304统计类、6305经济贸易类、6306工商管理类、6307市场营销类、6308电子商务类、
6309物流类、6401旅游类、6402餐饮类、6403会展类、6501艺术设计类、6504文化服务类、6601新闻出版类、6602广播影视类、
6703文秘类、6901公共事业类、6902公共管理类

510118农业经济管理、510314畜牧业经济管理、510405渔业经济管理、5405建设工程管理类、5407房地产类、
560119工业工程技术、5903食品药品管理类、610203计算机信息管理、610214电子商务技术、6301财政税务类、
6302金融类、6303财务会计类、6304统计类、6305经济贸易类、6306工商管理类、6307市场营销类、6308电
子商务类、6309 物流类、6401 旅游类、640201 餐饮管理、6702 语言类、6703 文秘类、6805 法律实务类、6902
公共管理类

510107 园艺技术、5401建筑设计类、540201 城乡规划、560118 工业设计、580105 家具设计与制造、580301 数
字图文信息技术、580303 印刷媒体设计与制作、580406 纺织品设计、580407 家用纺织品设计、580412 服装陈
列与展示设计、610209 数字展示技术、610210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6501 艺术设计类、650218 舞台艺术设计与
制作、660101图文信息处理、660207影视美术、660208影视多媒体技术、660209影视动画

5101农业类、5103畜牧业类、5407房地产类、5601机械设计制造类、5602机电设备类、5605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类、5606航空装备类、
5607汽车制造类、5801轻化工类、5804纺织服装类、6001铁道运输类、6002道路运输类、6003水上运输类、6004航空运输类、
6005管道运输类、6007邮政类、6101电子信息类、6102计算机类、6103通信类、6301财政税务类、6302金融类、6303财务会计类、
6304统计类、6305经济贸易类、6306工商管理类、6307市场营销类、6308电子商务类、6309物流类、6401旅游类、6403会展类、
6504文化服务类、6601新闻出版类、6702语言类、6703文秘类、6805法律实务类、6902公共管理类

510113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510114 绿色食品生产与检验、510303 动物药学、520508 煤化分析与检验、520803 室内环境检测
与控制技术、520804 环境工程技术、520902 化工安全技术、5701生物技术类、5702化工技术类、580101 高分子材料加工技术、
580103 香料香精工艺、590103 食品质量与安全、590105 食品检测技术、590107 食品营养与检测、5902药品制造类、5903食品药
品管理类、6203药学类、670108化学教育

5601 机械设计制造类、5602 机电设备类、5603 自动化类、5604 铁道装备类、5605 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类、5606 航空装备类、
5607 汽车制造类、6001 铁道运输类、6002 道路运输类、6003 水上运输类、6004 航空运输类、6005 管道运输类、6006 城市轨道
交通类、6101电子信息类、6102计算机类、6103通信类

510118农业经济管理、510314畜牧业经济管理、510405渔业经济管理、5405建设工程管理类、5407房地产类、560119工业工程技术、
5903食品药品管理类、610203 计算机信息管理、610214 电子商务技术、6301财政税务类、6302金融类、6303财务会计类、6304
统计类、6305经济贸易类、6306工商管理类、6307市场营销类、6308电子商务类、6309物流类、6401旅游类、640201餐饮管理、
6702语言类、6703文秘类、6805法律实务类、6902公共管理类

510102 种子生产与经营、510105 休闲农业、510112 棉花加工与经营管理、510115 农资营销与服务、510116 农产品流通与管理、
510117农业装备应用技术、510118农业经济管理、510119农村经营管理、510212林业调查与信息处理、510213林业信息技术与管理、
510306 宠物养护与驯导、520101 国土资源调查与管理、520102 地质调查与矿产普查、520103 矿产地质与勘查、520105 宝玉石鉴
定与加工、520206地质灾害调查与防治、520808环境评价与咨询服务、530108电力客户服务与管理、530706建筑材料生产与管理、
5401建筑设计类、5402城乡规划与管理类、5403土建施工类、5404建筑设备类、5405建设工程管理类、5406市政工程类、5407
房地产类、560119工业工程技术、5604铁道装备类、5605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类、5606航空装备类、5607汽车制造类、5802包装类、
5804 纺织服装类、5901 食品工业类、5902 药品制造类、5903 食品药品管理类、6001 铁道运输类、6002 道路运输类、6003 水上
运输类、6004 航空运输类、6007 邮政类、6101 电子信息类、6102 计算机类、6103 通信类、6208 健康管理与促进类、6301 财政
税务类、6302金融类、6303财务会计类、6304统计类、6305经济贸易类、6306工商管理类、6307市场营销类、6308电子商务类、
6309物流类、6401旅游类、6402餐饮类、6403会展类、6501艺术设计类、6504文化服务类、6601新闻出版类、6602广播影视类、
6703文秘类、6901公共事业类、6902公共管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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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过计算机
编程类课程


